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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闻快讯 ——

 商务部：大力发展数字贸易，加快服务外包转型升级

 新华网：加快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加快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

 光明日报：抵御“逆全球化” 数字经济展现韧性

 经济时报：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健康发展

 中国网：畅通国际物流服务稳外贸工作联合倡议发布

 中国商务新闻网：中国服务贸易持续回暖

 西安网：服务贸易推动中国发展迈向更高阶段

 经济日报：美国贸易逆差创新高意味着什么？

 经济参考报：新技术催生版权保护新格局

 人民日报：跨境电商增长势头猛：出口增长四成 规模创历史新高

 湖州日报：推进跨境电商创新发展

 亿邦动力：泰国今年 9月起将向外国互联网运营商征收增值税

 商务部国际司负责人就《亚洲及太平洋跨境无纸贸易便利化框架协定》生效答记者问

 经济日报：引导扶持工业互联网加快发展

 经济参考报：多部门密集推进 加快 RCEP落地生效

 中国商务新闻网：上海，高质量外资项目不断集聚

 经济参考报：上半年全球通胀风险有限 但需未雨绸缪

 中国新闻网：新年开局浙江“点题”数字化改革 列出五方面改革重点

 世贸组织：全球货物贸易强劲反弹 但增速难以维持

 IIF：2020年全球债务达 281万亿美元

—— 报告摘编 ——

 IDC FutureScape: 全球未来客户和消费者 2021年预测——中国启示

 The Impact of Brexit on the Digital Market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Trade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

 Asia Pacific* Spending on IoT Expected to Reach US$ 288.6 Billion
 See Insights：电子商务报告，揭开泰国隐性资产

 罗兰贝格：2020全球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研究

 普华永道：2021年全球并购行业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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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闻快讯 ——

商务部：大力发展数字贸易，加快服务外包转型升级

据商务部网站消息，2月 9日，商务部召开全国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会议提到，推进制度型开放，有序扩大重点领域开放，深化对

外交流合作。大力发展数字贸易，加快服务外包转型升级，统筹推进特色优势

服务出口。

会议指出，2020 年全国商务系统坚决落实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重要要求，千方百计稳住服务贸易，推进服务消费提质扩容，巩固拓展家政

扶贫，推动“十三五”任务顺利收官。我国服务贸易大国地位进一步巩固，商

贸服务业保持平稳健康发展。

会议强调，要将构建新发展格局贯穿到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的各领域、

全过程，立足自身职责、负起更大责任、展现更大作为。要围绕促进畅通国内

大循环，大力提升服务消费。推动居民生活服务业恢复增长，促进提振餐饮消

费，坚决制止餐饮浪费；实施好“家政兴农行动”，有效衔接脱贫攻坚与乡村

振兴。完善便民消费服务设施，加强城市商业网点规划，推动便民服务设施进

社区、进居民点，让城市生活更有“温度”。进一步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

巩固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

会议指出，要围绕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创新发展服务贸易。强化综合改

革探索，推动全面深化服务创新发展试点的 122 项改革举措尽快落地见效；研

究促进服务要素跨境流动的便利措施，改革完善技术贸易管理体系。推进制度

型开放，有序扩大重点领域开放，深化对外交流合作。大力发展数字贸易，加

快服务外包转型升级，统筹推进特色优势服务出口。

会议要求，围绕“打基础、利长远”，做好编制“十四五”规划和夯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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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统计基础两项工作。各地要将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发展工作纳入本地“十

四五”规划，更好发挥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要进一

步完善服务贸易统计监测体系，做实用好重点企业直报系统，探索完善重点领

域和行业统计，共同把这项“夯基垒台”的工作做好。

（来源：中新经纬 2020 年 02 月 10 日）

新华网：加快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加快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

近期，《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出版发行，这本书集中反映了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网络强国建设

的系统思考、战略谋划和重大部署。书中提到，要加大投入，加强信息基础设

施建设，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做

大做强数字经济，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

为紧抓全球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机遇、扎实推进网络强国建设、促进经

济体系优化升级，党中央、国务院大力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战略，习近平

总书记连续几年对推动工业互联网发展做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提升工业互

联网创新能力，推动工业化与信息化在更广范围、更深程度、更高水平上实现

融合发展。从实践来看，工业互联网已成为促进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

新旧动能转换、推动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抓手。

一、工业互联网驱动的数字化转型成为推动“两个强国”建设的关键路径

工业互联网驱动的数字化转型日益成为新工业革命的核心。当前，以新一

代信息技术为主要技术驱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进一步加快，实体经济各领域面

临全面深刻的数字化转型，走向智能、绿色、融合的发展道路。工业互联网作

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要基石，正加快推动工业乃至实体经济全要素、全产业

链、全价值链的全面链接，构建数据驱动的生产制造和服务体系，推动生产方

式、商业模式、产业组织的创新变革，成为抢抓新工业革命历史机遇，促进产

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

工业互联网驱动的数字化转型成为实体经济锻长板补短板的新引擎。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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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可充分发挥我国制造业门类齐全、独立完整、场景丰富

和信息技术产业应用创新活跃、产业规模领先、人才资本聚集的叠加优势，通

过网络、计算、人工智能等与工业体系的深度融合，带动传统工业装备、自动

化、软件等产业短板实现突破，逐步走向高端化，并推动锻造一批工业互联网

平台、工业 5G、工业智能等产业长板，不断提升现代产业体系核心竞争力。

工业互联网驱动的数字化转型成为“两个强国”建设的扣合点。工业互联

网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将推动形成新的创新体系、生产方式和产业形态，催

生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为制造强国建设提供新动能。同时也将为信息产

业发展提供新的蓝海，推动网络应用从虚拟到实体、从生活到生产的跨越，不

断开拓数字经济和智慧社会发展新空间，为推进网络强国建设提供新机遇。

二、工业互联网驱动的数字化转型呈现全方位发展的重大趋势

一是带动产业综合竞争力提升。工业互联网可全面打通设备资产、生产系

统、管理系统和供应链条，基于数据汇聚整合与智能分析助力企业建设智能工

厂，提升生产效率与运营能力，大幅增强产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

如国内某大型电子信息制造企业运用工业互联网进行升级改造后，在其标杆工

厂实现人力节省 50%，其中测试工段实现全自动化，有效缓解了人工成本压力。

二是推动产业创新能力取得突破。工业互联网可将传统基于人工经验的行

业知识或模型沉淀封装为可复用、可移植的微服务组件，并结合海量数据的分

析优化，推动“数据科学+工业知识”深度融合，突破原有知识边界，实现数据

驱动的分析决策范式。如国内某原材料企业通过部署工业互联网平台，依托材

料配比模型分析不同产地原料组合的质量效果，实现材料炼化合格率提升 5%。

三是实现产业生产与组织模式变革。工业互联网通过对跨行业、跨地域、

跨环节市场要素全面互联，打造贯通供应链、覆盖多领域的平台化配置体系，

催生网络化协同、服务化延伸、个性化定制等新模式新业态，带动实体经济领

域创新创业跨越发展。如广东围绕家电、模具、装备等产业集群，构建以工业

互联网平台为依托的产业生态圈，大力发展共享制造，实现资源协同效率提升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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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推动产业形态发生重大变革。工业互联网应用范围正由制造业延伸到

建筑、能源、交通、医疗、智慧城市等领域，并不断向一二三产业等其他相关

领域拓展，催生了一大批聚焦行业数据分析或提供面向特定场景解决方案的新

兴服务企业。根据《中国工业互联网投融资报告（2019 年）》，在 2018—2019

年上市的工业互联网企业中，近一半企业的主营业务都是提供人工智能、物联

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服务和综合解决方案等。

三、进一步推动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和实体数字化转型的建议

一是完善顶层设计，加快形成工业互联网驱动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的发展

格局。探索建立工业互联网推进行业数字化转型方法论，为行业和企业提供可

落地、易操作、有实效的数字化转型参考架构和工具集，充分调动中央、地方、

企业、科研院所等多方主体积极性，形成体系化推进的融合发展格局。

二是强化系统思维，引导行业结合实际有序开展数字化转型。针对我国行

业发展基础不平衡的现状，因势利导推动企业制定符合实际需求的工业互联网

融合应用路线图，实现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工作协同有序推进。

三是加大普及推广，带动中小企业融入数字化转型浪潮。以数字化转型评

估诊断为切入，把准摸清中小企业转型现状和需求；加快领先企业成熟经验模

式的总结，形成一批低成本、模块化、易使用、易维护的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

加大中小企业普及推广力度。

四是夯实产业基础，提升数字化转型基础支撑水平。发挥我国信息技术产

业优势，以产业长板带动短板突破，培育一批先进网络、边缘计算、工业互联

网平台、工业智能等长板优势领域的技术产品，带动工业传感、机理模型、仿

真软件等核心短板环节突破。

五是加强开放合作，完善融合发展新生态。发挥工业互联网开放性、交互

性优势，以及联盟的桥梁纽带作用，进一步推动互联网企业与制造企业主体深

入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打造技术研发、产业发展和应用部署良性互动的生态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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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华网 余晓晖 2020 年 02 月 08 日）

光明日报：抵御“逆全球化” 数字经济展现韧性

2021 年的地方两会上，数字经济成为热词，多地政府吹响数字经济号角。北

京提出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上海提出加快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

数字之都，广东提出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高地，浙江提

出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2.0 版，贵州提出深挖大数据“钻石矿”……

数字经济为何变得如此火热？这主要得益于其强大的发展韧性和抗冲击能

力。近年来，信息技术革命日新月异，数字经济异军突起。2017 至 2019 年，我

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年均增长达 20%。2019 年，我国数字经济总量达到 35.8

万亿元，占 GDP 的比重为 36.2%，比 2018 年提高 1.4 个百分点。2020 年，新冠

肺炎疫情加速了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得到广

泛应用，电子商务、视频会议、网上购物、在线教育、共享平台、协同办公、

远程医疗等“非接触经济”加速发展，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

值增长 16.9%，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14.8%。数字经济成为促进企业复

工复产的“生力军”和对冲经济下行压力的“稳定器”。

不只在中国，数字经济在全球各国都展现出其强大的发展韧性和抗冲击能

力。2019 年，全球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 31.8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5.4%，

高于同期全球 GDP 增速 3.1 个百分点；其占全球 GDP 的比重达到 41.5%，比 2018

年提高 1.2 个百分点。2020 年，数字经济更是以其强大的发展韧性和活力在全

球经济下行中逆势上扬。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各国抗击疫

情进程中快速发展，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远程办公、视频会议、云端经济等新

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异军突起。这既为维持各国经济社会正常运转发挥了重

要作用，也为对冲世界经济下行注入了新的动能。

不仅如此，数字经济还展现了其抗击“逆全球化”的强大韧性。近年来，单

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科技脱钩等“逆全球化”声浪不断。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大流行，让本已脆弱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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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化”思潮变本加厉。疫情冲击之下，多数国家实施了严格的跨境旅行和国际

运输限制，意大利、捷克、西班牙、法国、日本等少数国家甚至实行全面“封

国”。这无疑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造成巨大冲击，全球化的国际生产更加不稳

定，国际贸易甚至一度中断。与此同时，跨境旅行、国际贸易的受阻和中断导

致抗疫防疫物资短缺，部分国家在抗疫中捉襟见肘，全球化因此成为疫情危机

的“替罪羊”。美国、日本等国誓言以本国生产和区域化替代全球化。

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不仅深刻地改变着本国居民的生产和生活

方式，而且革命性地改变了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的合作方式。数字技术、数字

贸易、数字金融、数字政务和数字安全在丰富经济业态、提升贸易福利、优化

资本配置、促进跨国协作、增强信息防护等方面，极大地维护了全球产业链供

应链稳定、促进各国利益更加紧密相连，成为抗击“逆全球化”的强大力量。

不同于疫情是加剧“逆全球化”浪潮的短期变量，数字经济这一数字化、信

息化的力量是抗击“逆全球化”的长期因素。数字科技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的突

出表现，以及数字经济在稳定社会生产和生活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既反映出

疫情下保护主义触发“逆全球化”浪潮的对冲力量，也从生产方式变革的维度

透视多边主义、国际合作、自由贸易的经济根源。因此，数字经济必将对各国

经济贸易格局和经济社会发展、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乃至人类文明进程产

生更加持久的影响。

作为全球数字经济大国，中国应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规则和数字经济国际

治理新机制的形成。一方面，通过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既

有的国际经济组织和区域经济组织，加强与各国之间的数字经济治理合作，完

善全球数字治理既有的国际规则。另一方面，通过双边和多边国际贸易和投资

协定，加强数据安全、跨境电商、电子认证、信息技术合作，致力于维护全球

供应链开放、安全和稳定，推动数字经济更加规范、更加公平、更加可持续发

展，为加强全球数字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来源：马相东（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

约研究员）光明日报 2020 年 0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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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时报：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健康发展

“十三五”以来，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助推

我国成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国家之一。2020 年，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

数字经济展现出强大发展韧性，为疫情下稳就业、保民生、促消费发挥了积极

作用。“数字”正在悄然改变经济社会运行方式，成为当前经济转型升级的重

要方向之一。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两个五年计划历史性交汇点上，

党中央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

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进一步提出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

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然而，近年来数字经济规模的快速壮大，也引发人们对数字经济虚拟化、

泡沫化的忧虑。对数字经济的虚拟属性和实体属性的辨析将有助于更好理解数

字经济本质，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健康发展。

数字经济的“虚”与“实”

数字经济的概念最早出现在 20世纪 90 年代。1994 年，Don Tapscott 出版

《数字经济》一书，描述了计算机和互联网革命对商业行为、产品和服务的创

造和销售方式的影响。2016 年，G20 杭州峰会发布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

展与合作倡议》指出，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

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

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数字经济扎根于信息技术的特性，决定了数字经济具有“虚”的属性。但

数字经济的“虚”与传统的虚拟经济具有不同的内涵。传统虚拟经济是依托于

人们的预期和期望进行价值循环的经济形态，如房地产、金融证券，追求短期

投资回报，是以钱生钱的经济活动。而数字经济的“虚”是一种对经济活动载

体“不可见”的虚拟化，包括虚拟化的网络连接和虚拟化的数据流动。不论是

哪个领域的知识、信息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下都统一转化为计算机可识别的“0”

“1”的比特信号，形成与物理世界相映射的虚拟数字空间，并在算法、算力的

支撑下进行数字信息整合处理，并反馈优化物理世界。数字经济构造的虚拟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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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打破了物理世界活动在时间、空间上的严格限制，以新业态、新模式实现对

物理世界经济社会活动的延伸，促进资源高效匹配，实现经济社会活动的泛在

化、多元化、个性化。这种比特化的信息表征方式是数字经济的虚拟性，但并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虚拟经济。

事实上，数字经济在扎根信息技术的同时也扎根于实体经济，决定了数字

经济具有“实”的属性。通常认为数字经济由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组成，

前者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信息通信业、软件服务业等，后者是传统产业应用

数字技术带来的产出增加，而这两个部分的实体经济属性是毋庸置疑的。虽然

近些年也出现了一些资本大量流入数字经济新业态，出现个别快速生长又快速

消亡的行业现象，引发人们对数字经济是否是虚拟经济的质疑，但大多数此类

企业其经营活动的形式仍是实物属性，数字技术在这些新业态中发挥的是虚拟

交易环境和供需对接桥梁作用。就如同我们的生产生活离不开电一样，“数字”

也已经成为实体经济新业态发展不可或缺的支撑技术，离开实体经济数字经济

将是“无根之树”。BAT 等大型互联网企业把云计算、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融入

产品的流通环境，开创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这是实体经济的延伸，与传统

的虚拟经济具有天然的差别。如在线零售虽将交易、支付等环节在线化、数字

化，但仍离不开线下实物的流通，并没有改变数字经济扎根实体经济的特征。

数字经济以“虚”促“实”

实体经济是数字经济的根，数字经济以“虚”的属性为实体经济注入新动

能，焕发经济新活力。数字经济虚拟化的连接和数据是赋能实体经济的两大核

心要素。

虚拟的网络连接是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的“新通道”。互联网三大定律

之一的梅特卡夫定律揭示网络的价值与网络中节点的平方成正比，即随着网络

节点数的增加，网络将创造巨大的经济社会价值。这在数字经济发展早期的消

费互联网发展中已得到充分展现。大型互联网平台成为网络中信息汇集交换的

关键节点，如淘宝、京东、滴滴、美团等各领域庞大的消费互联网平台为实体

经济供给与需求的连接开辟了新通道，有力解决了供需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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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网络效应的本质在于网络的外部性，节点数越大，网络的聚集效应越强，

网络的外部性越能得以有效发挥。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9.40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 67%。消费互联网构建了人

与人、人与组织的连接网络，激发消费潜能，改善消费体验；而随着数字经济

的深化发展，在 5G、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普及应用的推动下，产业互联网进

一步将网络连接对象从终端消费者往上延伸至生产过程，构建组织与组织、物

与物、物与组织相连的虚拟网络。Gar t ner 数据显示，2020 年全球联网设备

数量将达 204.12 亿台。产业互联网的发展将从供给侧极大提高生产效率和优化

要素配置；甚至打通消费互联网与产业互联网，实现 C2M 的消费者定义生产模

式，实现敏捷化、精益化生产。当然，数字经济除了赋能传统实体经济之外，

也可为传统虚拟经济赋能，一方面助力提供普惠金融发展，但另一方面也可能

通过数字经济网络传播效应进一步扩大传统虚拟经济高风险特征，仍需要健全

互联网金融风险监管体系。

虚拟的数据要素是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的“新石油”。历史上每一次工

业革命都伴随着新的生产要素的产生，第四次工业革命下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

素脱颖而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互联网经济时代，数据是新的生产要素，

是基础性资源和战略性资源，也是重要生产力，要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

字经济”。2020 年 4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

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明确将数据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并列为

五大核心要素。基于数字经济消费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产生的海量数据，渗透

到实体经济开发、采购、产品设计、工艺、生产、营销、服务各环节，通过数

据流通实现生产环节的贯通，以数字闭环推进物理世界与数据、网络虚拟世界

的融合发展。进一步，数据不仅成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更能与资本、劳动力

等其他要素关联交叉，对其他要素效率产生价值倍增作用。如大数据征信创新

为银行提供数字化资产信用评估和风险监控，解决银行对中小微企业“不敢贷、

不愿贷、不能贷”的痛点，优化金融服务供需匹配，提高资本利用效率。未来

随着数据权属问题的法律体系不断完善，数据将作为资产流通中的价值载体，



每周信息综报 • 2021 年 02 月 22 日 • 总第 057 期 | 11

实现数据资产化和市场化，为实体经济创造更大价值。

数字经济“虚实”融合发展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虚实”融合是未来经济增长大势所趋，是我国经

济发展的新机遇。但同时也面临新挑战，需要重新布局取得新发展。

一是加快产业数字化发展，夯实融合基础。“十三五”以来我国在基础通

信网络连接的基础设施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绩，目前我国 4G网络覆盖所有城市

和主要乡镇，5G网络建设也在有序推进。但在产业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

等数字产业化发展方面仍存在短板。面向中长期和“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和

数字社会转型需求，须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核心技术攻关，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加强产业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布局，明确数

字基础设施建设时序，统筹数字基础设施区域均衡布局，避免重复建设。

二是加快产业数字化发展，扩大融合接触面。目前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仍

存在不全面、不充分等问题，且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较为滞后。“十四五”

须加快构建面向细分行业的产业互联网数字平台，以产业融合应用场景创新推

动产业互联网在农业、工业、服务业深化应用，推动各领域产业链、资金链、

创新链数字化转型，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加强企业数字化转

型经验推广，以“上云用数赋智”行动为契机解决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技术、

人才、资金困难，降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门槛。

三是加快数据治理体系建设，释放融合价值。要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

融合，关键在于数据的有效利用。面对当前制约数据价值释放的数据确权不明

晰、数据共享机制不明确、数据安全保障体系不完备等问题，须加快《数据安

全法》出台，对不同行业、不同类型、不同场景的数据所有权进行明确，构建

数据汇交、开放、流通、交易体制机制。在充分保障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的前

提下，推动政府、企业数据分级分步有序共享开放，鼓励数据与场景融合应用，

促进多源数据融合协同创新。

（来源：作者：吴静 王晓明 单位：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经

济时报 2021 年 02 月 0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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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畅通国际物流服务稳外贸工作联合倡议发布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为促进港航企业与进出口企业加强合作、保障我

国进出口货物运输需求，近日，中国船东协会、中国港口协会联合主要班轮公

司和港口企业发布《关于畅通国际物流服务稳外贸工作的联合倡议》(以下简称

《倡议》)。

《倡议》提出了优化运力，满足外贸运输需求；多措并举，提升空箱保障

能力；强化合作，畅通集装箱物流供应链；创新手段，提高服务效率；加强自

律，依法合规收费；共克时艰，建立新型合作关系等 6 条措施，积极克服疫情

造成的不利影响，努力做好我国外贸出口运输保障工作。

据了解，去年 6 月以来，随着我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加快推进

复工复产和稳定外贸举措成效显现，集装箱出口运输需求大幅增长。但由于境

外疫情蔓延导致港口拥堵、集疏运体系不畅、空集装箱回流困难等原因，国际

集装箱班轮运力和空箱供需矛盾突出，货运市场面临“一舱难求、一箱难求”

的局面。

为缓解海运供需矛盾，交通运输部、商务部等部委采取措施，引导各班轮

公司优化航线配置，增加中国航线运力供给，加快空集装箱回运。去年下半年

我国外贸集装箱出口运量超过 4300 万 TEU，同比增长 9.8%。中国大陆出口的主

要远洋航线集装箱舱位数和运量同比增加明显，如2021年 1月北美航线舱位数、

运量同比增长均超过 40%，欧洲航线舱位数、运量增长超过 20%。

（来源：中国网 2020 年 02 月 20 日）

中国商务新闻网：中国服务贸易持续回暖

2020 年，受疫情等多种因素影响，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45642.7 亿元，同

比下降 15.7%。

旅行服务进出口大幅下降是导致中国服务贸易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商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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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负责人表示，2020 年，中国旅行服务进出口 10192.9 亿元，下降 48.3%。

如剔除旅行服务，2020 年中国服务进出口增长 2.9%，其中出口增长 6%，进口基

本持平。

“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和各方共同努力下，服务进出口增速降幅逐季

收窄趋稳，服务出口明显好于进口，贸易逆差减少，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比

提高。”上述负责人如是说。

2020 年 12 月当月，中国服务出口 2316.2 亿元，增长 6.9%，是全年出口增

速最高的月份。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 79.4 亿元，同比增长 76.6%;个人文

化娱乐服务出口 13.5 亿元，同比增长 46.5%;运输出口 509.7 亿元，同比增长

56.9%。

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研究员郑伟表示，数据显示，中国服务出口重回增长

轨道，服务贸易的回暖趋势有望在 2021 年得以延续。

服务出口明显好于进口，贸易逆差减少。2020 年，中国服务出口 19356.7 亿

元，下降 1.1%;进口 26286 亿元，下降 24%。服务出口降幅低于进口 22.9 个百

分点，带动服务贸易逆差下降 53.9%至 6929.3 亿元，比 2019 年减少 8095.6 亿

元。

郑伟认为，逆差下降的原因主要有四点：“一是疫情下，我国服务出口基本

保持稳定，体现出较强的韧性和抗压能力;二是国际社会限制人员流动的防疫措

施使我国居民境外消费产生的服务进口大幅缩减;三是疫情全球蔓延使国际投

资大幅下滑，导致我国在商业存在模式下产生的服务进口减少;四是境外自然人

来华提供服务的数量和频次锐减，自然人流动项下所产生的服务贸易逆差下

降。”

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比提高是2020年中国服务贸易成绩单中的一大亮点。

2020 年，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 20331.2 亿元，增长 8.3%，占服务进出口

总额的比重达 44.5%，提升 9.9 个百分点。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 10701.4

亿元，增长 7.9%，占比达 55.3%，提升 4.6 个百分点;出口增长较快的领域是知

识产权使用费、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保险服务。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 96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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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同比增长 8.7%，占比 36.6%，提升 11 个百分点;进口增长较快的领域是

金融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

对此，郑伟认为，疫情让中国在数字贸易、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领域的优势

得以显现，这是基于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形成的。一方面，经过多年的不懈努

力，中国服务贸易创新升级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服务贸易呈现高质量发展趋

势;另一方面，中国在知识密集型服务领域已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部分知识密

集型服务产业已经进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未来，这些高端服务

在服务贸易出口中的份额有望进一步提升，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特别是服务

出口的快速增长态势极有可能得以延续。

展望 2021 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走势如何?郑伟认为将有四个趋势：

一是贸易结构更趋均衡。疫情等因素引发的不确定性仍将对 2021 年服务贸

易发展带来较大挑战，预计服务出口有望持续增长，服务进口或将稳中有降，

服贸逆差将进一步收窄，进出口更趋均衡。

二是行业结构更趋优化。传统服务贸易受疫情影响较大，其占比将进一步下

降。新兴服务行业以及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行业贸易额将进一步增加。受数

字产业快速发展带动，数字贸易特别是数字服务出口有望成为发展的新亮点。

三是市场结构更趋多元。发达经济体服务市场受疫情影响较大，与中国的服

务贸易往来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兴市场的服

务贸易往来有望进一步拓展。

四是开放力度不断加大。中国在不断降低商业存在市场准入门槛的同时，将

出台“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有望带动跨境交付、境外消费、自然人流动

的服务贸易加速发展。

（来源：中国商务新闻网 2020 年 02 月 10 日）

西安网：服务贸易推动中国发展迈向更高阶段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拓展对外贸易，培育贸

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强国建设。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外贸和国内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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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升级，是扩大开放的着力点，有利于稳定和扩大就业，推进经济结构调整，

培育新的增长点，拓展发展空间。

服务贸易是高质量发展的“晴雨表”，具有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小、就

业容量大、附加价值高等特点，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经

济增长的核心增长极，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能。《2019 年世界贸易报告》

显示，服务贸易自 2005 年以来，每年平均增长 5.4％，增速超过货物贸易 4.6％

的增速。同时报告预测，到2040年，服务贸易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有望增长50％。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是不可能缺席服务贸易的盛宴，然而以往与制造业

相比，中国服务业发展起步晚是不争的事实，有认识上的问题、结构方面的原

因，也有体制机制的制约。值得欣喜的是，随着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服务贸易内生动力不断积聚，服务贸易越来越成为中国消费增长和结构升级的

重要驱动力量，中国服务进出口进入了快速增长轨道。

当今世界经济低迷，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前所

未有的挑战和考验。在这样背景下，世界看到中国一直促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

放，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将在更广领域扩大外资市场准入，积极打造一流

营商环境，加速向服务经济转型。数据显示：2020 年 12 月中国服务出口 2316.2

亿元，增长 6.9%，是 2020 年出口增速最高的月份。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

79.4 亿元，同比增长 76.6%；个人文化娱乐服务出口 13.5 亿元，同比增长 46.5%；

运输出口 509.7 亿元，同比增长 56.9%，显示出在疫情反复的背景下，中国经济

发展柔韧性更强，社会环境稳定，科技创新动力十足。

服务贸易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器。看国际，服务业对当今世界不可

或缺，不仅贡献了全球三分之二的经济产出，同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三分之

二的就业机会，为发达国家提供了五分之四的就业机会。看国内，服贸发展的

内生动力不断积聚，服务业产业基础不断增强。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多

种因素的影响，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45642.7 亿元，同比下降 15.7%，服务进出

口增速降幅逐季收窄趋稳，服务出口明显好于进口，贸易逆差减少，知识密集

型高端服务出口成为亮点，这些因素都能够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点正在进行转



每周信息综报 • 2021 年 02 月 22 日 • 总第 057 期 | 16

变，已经从粗犷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迈进。

当前，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

速变化，中国的服务贸易迎来了新的机遇，需要继续大力开拓国际市场，以“一

带一路”为统领，加快形成面向全球的服务网络；要推动服务外包转型升级，

积极拓展“一带一路”外包市场；要加大与世界组织的紧密合作，促进服务贸

易的均衡发展。同时，更加需要各国努力减少制约要素流动的“边境上”和“边

境后”壁垒，让世界经济不断焕发生机活力。

人类是休戚与共、风雨同舟的命运共同体，相互支持、团结合作是战胜危

机的根本之计。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不能阻挡世界的携手合作，也

更加阻挡不了服务贸易发展的步伐。相信，未来在各国齐心协力、携手前行下，

定能走出经济低迷的阴霾，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来源：西安网 王鑫博 2021 年 02 月 03 日）

经济日报：美国贸易逆差创新高意味着什么？

上周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 2020 年贸易逆差创下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

来新高。这不仅意味着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的彻底破产，也提醒美国新一届政

府，用加征关税来解决贸易不平衡，只能是死路一条。

美国商务部 2 月 5日公布数据显示，2020 年美国贸易逆差达 6787 亿美元，

较 2019 年增加 17.7%，创 2008 年以来新高。美国商务部和美国媒体认为，贸易

逆差的大幅增长是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各地采取关停和限制措施，削弱了全

球的商业和消费者活动。

不过，美国新政府首次公布的贸易数据具有更深的意蕴：特朗普政府在过

去 4 年对来自全球的数千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并未对美国贸易逆差产生预期

中的作用。美国巨额贸易赤字的产生是其经济结构作用的结果，不能简单归咎

于经济全球化和主要贸易伙伴。

过去 4 年中，特朗普政府把消除贸易逆差作为其重要施政目标之一，宣称

贸易逆差阻碍了经济增长，并导致美国相对于其他国家处于劣势。但是，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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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额贸易逆差成因复杂，与美国的政策取向、货币地位、储蓄率低等有密切关

系。何况在国际分工中，巨额贸易逆差并不意味着美国吃亏，美方的叫嚷着实

有些“得了便宜还卖乖”。

首先，目前的贸易格局是美国多年政策实施的结果。20世纪 60 年代后，美

国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背景下，对其国内产业结构进行重大调整，将钢铁、纺

织等传统产业逐步转移外放，在其国内主要致力于集成电路等资本和技术密集

型产业的发展，同时严格执行技术出口管制措施，逐步利用其科技优势、生产

优势等塑造出以服务业为主，低储蓄、高消费的经济格局。

其次，贸易逆差是美元作为全球本位币、美国作为世界最后消费者的必然

结果。“石油美元”体系建立至今，国际货币体系的流动性基本上由美元来承

担，形成了美国国内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美国又不断利用美元的国际“硬通货”

地位弥补其国内生产不足的格局。巨额的贸易逆差，意味着美国从其他国家进

口大量质优价廉的产品来维持较低通胀率，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和增长，提高了

底层民众的福利。去年疫情期间美国贸易逆差扩大，对美国而言并不完全是坏

事。

此外，美国贸易失衡是其国内“消费—储蓄”结构失衡的表现。“寅吃卯

粮”是美国民众日常生活的常态，居民储蓄率低下短时间内无法得到扭转，美

国的政府支出也不可能短期内明显压缩。除非美国提高国民储蓄率或者降低投

资，否则美国实现经常账户的盈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加征关税等手段无法缩小美国巨额贸易逆差，却对美国经济和就业带来了

真实的伤害。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布鲁金斯学会等

机构近期公布的研究显示，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令美国损失 20多万

个就业岗位，还造成美国贸易逆差扩大和外国直接投资减少。

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20 年美国对华商品贸易逆差降至 3108 亿美元，低

于 2018 年的 4195 亿美元。这一方面反映出中国采取行动兑现其在中美第一阶

段经贸协议中所做的承诺，另一方面在对华贸易逆差下降的情况下美国贸易逆

差却创下新高，充分表明经济规律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面对特朗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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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的这笔害人害己的有毒“遗产”，新一届美国政府该如何处理，不妨拭目

以待。

（来源：经济日报 2021 年 02 月 09 日）

经济参考报：新技术催生版权保护新格局

版权概念是特定历史阶段下的产物。同为财产权，版权的客体却与有形物

存在本质区别，以至于它无法像有形财产那样采用“栅栏与锁头”的方法保护

作品，从这一意义上讲，版权对法律的依赖程度更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版权人除了诉讼，几乎没有更好的办法来维护自己的权利，直到技术保护措施

的产生。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作品以数字化的方式呈现和传播，版权产业的

保护格局也由此发生巨变。

技术与法律：版权保护的两个维度

网络平台所应用的强制付费模式，可以理解为较为普遍的技术保护措施。

移动支付的发展更是全面推动了版权保护的强制付费模式。这里的技术保护模

式可以近似理解为有形财产中的“栅栏”，一种相对于法律保护的“自力救济”；

它甚至还具有比“栅栏”更为强大的保护力量，普通人完全无法突破的“栅栏”。

当然，即使是强技术保护的时代，传统的版权诉讼依然大量存在。因此，

技术与法律共同构成了版权保护的二元格局。这种二元格局的意义还在于二者

相互补充，互为依据：技术保护措施以《著作权法》为法律依据，版权实现又

以技术保护为基础。技术保护措施犹如二者之间的桥梁，使得法律上的版权迈

向现实中版权成为可能。

影响版权保护的几种新技术

基于 DRM 专项技术的版权保护主要适用于大平台版权管理。数字水印和区

块链版权保护又可以在版权侵权诉讼中发挥作用。无论是商用还是诉讼，人工

智能在版权保护以及侵权作品认定等方面均有其广阔的适用空间。

数字水印与版权“同一性”

版权诉讼中有两个核心问题：其一，“谁是原创”；其二，“侵权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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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作品原创归属也就成为数字化时代版权诉讼的一个重要问题，数字水印技

术也是为解决这一问题而诞生的。

数字水印技术主要应用于数字图片领域，原创者通过加密方式在图片上嵌

入水印，在视觉上并不会影响图片外观，一旦侵权者盗版使用了该张图片，在

举证原创的时候，原创者就可以通过解密水印来证明就是原创。从证明逻辑上

讲，这距离最终证明还存在一个逻辑空缺，即原告方依然可以在他人的图片上

甚至在被告原创的图片上嵌入水印。只不过，一般情况下，原告方不会将这种

机会让与其他人。由此，原告方通过嵌入数字水印至少达到了一个确切的证明

目的：该图片极大可能就是原告方原创的。从这一意义上讲，数字水印的作用

极大强化了原告举证效力。

DRM 与用户自由

DRM（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的专项技术保护主要应用于提供作品

的平台，平台会通过一系列算法来控制用户对作品的使用，如用户需要支付费

用才能阅读文章或者观看视频等，再如对用户下载（缓存）的本机作品进行加

密管理，使其只能观看却无法复制等。

DRM 虽然极大降低了普通用户侵权的可能性，但它依然不能完全杜绝侵权可

能性：少数技术人员依然可能通过破解技术保护措施而免费下载和使用平台提

供的作品。在平台技术保护被破解的情况下，平台有权通过法律诉讼来追究破

解者的法律责任，但这会极大增加平台的维权成本，更有可能颠覆平台既有的

商业模式。由此，平台会极力增强 DRM 的技术保护措施，从而尽其可能防止破

解发生的可能性。

人工智能与版权侵权认定

人工智能也给版权保护提供了重要契机，尤其在进行版权侵权的比对方面，

人工智能体现出其天然的优势。

被告作品与原告作品是否符合“同一性”的判断，对于最终判决是否侵权

至关重要。对简单的作品进行比对（如图形作品），人工即可完成分析判断。

然而，现实中却又存在许多对复杂作品的侵权，计算机软件侵权中需要判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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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的重合率，在涉及文字作品侵权时需要判断文字重合度。这些比对往往需要

进行专业的分析和判断，是人工难以完成的，借助人工智能模型可以更高效、

更准确地完成分析判断，这将为法官作出侵权判断提供有力的参考。

人工智能对于版权侵权比对的更大意义在于它的事前救济，包括微信公众

号在内的绝大多数信息平台，都开始使用人工智能进行作品侵权与否的判断。

这推动了版权的侵权救济从事后救济迈向事前救济，由此也可极大节约版权侵

权的治理成本。

区块链与版权保护的新维度

区块链作为一种“去中心化”的分布式记账方式，其与中心服务器的技术

架构相比，具有“不可篡改”的信用优势。区块链的信用建构优势，对于版权

的原创认证以及侵权取证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区块链首先可以被应用于版权的原创认证领域。证明原创是版权侵权认定

的首要核心问题，作者将作品上传到区块链原创认定平台，其目的也在于证明

自己即为原创作者。作品一旦被上传到区块链上，它的哈希值也就被分布式存

储在区块链的众多结点上，基于区块链不可篡改的信用建构，存储在区块链的

原创认证信息（主要为作品信息、作者信息、申请认证的时间等）均是不可篡

改的。

然而，从严格意义上讲，区块链原创认证平台只能证明当事人较早将某个

作品上传到区块链上，但对其为作品原创事实的证明还差“最后一公里”。填

补“最后一公里”又需要“时间逻辑”进行论证：当事人系原创作者，因此其

有机会在最早时间将作品上传到区块链上；即使对方当事人也将该作品上传到

区块链上，其时间也不可能早于原创作者。当事人如此论证也会极大增强其为

原创作者的可信度。

与此同时，区块链在网络侵权取证方面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版权侵权

的很多案例发生在互联网络领域，这也使基于“网页抓取、区块链存储”的区

块链举证方式具有极大的应用空间。一旦当事人将涉嫌侵权的网页存储在区块

链上，也就意味着没有人可以再对其进行篡改，由此也就赋予它自抓取至今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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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篡改的效力。

从长远来看，依赖技术的取证方式也将越发彰显其强劲的优势。2018 年 9

月 6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也进一步

确认了区块链取证的法律效力。

新技术给版权保护带来的变化

各类新兴技术基本覆盖了版权保护的事前救济与事后救济两个方面。未来，

各项技术还将呈现多元综合发展的样态，由此也将催生版权保护的新格局：

从人力主导走向机器主导

各类新技术的综合运用，还将催生出更多版权保护的新模式，甚至可以将

技术贯穿于整个版权保护流程。以作者创作完成一幅画作为例，机器可以自动

在其画作（数字版）中嵌入水印，并将该画作（及其哈希值）存入到区块链中，

从而第一时间完成原创认证。在该画作使用的过程中，机器还可以帮助完成作

品侵权与否的自动检测（检测范围可以扩展到整个互联网）。即使原始图片被

修改或者剪辑，基于图片中的数字水印，机器仍然可以准确地判断出其与原始

图片是否属于同一张图片。人工智能技术同样可以在图片的侵权比对中发挥重

要作用，这一切都使得作品的原创认定以及侵权图片的寻找、比对、认定等工

作实现高度智能化，进而催生版权保护从人力主导模式走向机器主导模式。

在以机器为主导的版权治理模式中，机器可以帮助人力在整个互联网领域

寻找侵权事实并自动完成侵权分析，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极大提升了版权保

护的能力。

从事后救济走向事前救济

法律救济分为事前救济与事后救济。在版权保护领域，一般是以事后救济

为主导，即当事人大多在发现侵权事实后再主张维权。然而，新兴技术的广泛

使用正在促使版权保护从事后救济走向事前救济。

一部作品在其发表之前，基于人工智能算法和大数据分析，即可对其是否

属于侵权作品做出分析。当前很多大的商业平台都陆续使用类似的人工智能算

法，力求将侵权杜绝在作品发表之前。当然，事前救济绝不是简单禁止可能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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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侵权的作品，更要为使用获得合法授权提供便利，进而打造事先授权而非事

后救济的格局。

相比较中心服务器的技术架构，区块链采用“去中心化”的分布式存储方

式，这使得区块链具备不可篡改的技术属性，以此为基础建构版权授权的记账

平台，可以极大提升版权费用账目的信用等级，进而解决版权授权管理的信用

危机。

人工智能在版权授权过程中也将发挥重要作用。版权授权具有相对固定的

模式，从而可以抽象出版权授权的算法模型，以此为基础的机器人可以辅助版

权人（或者代理人）和使用者完成版权授权工作，进而极大降低版权授权成本，

全面提升版权授权的效率。

从法律主导模式走向技术主导模式

随着新兴技术应用于版权领域，版权保护也迎来了“代码即法律”的时代。

代码近乎贯穿于版权认证、版权授权、版权付费、侵权认定等版权保护的整个

环节，由此也确立了当事人各方的权利义务空间。

相比较法律规范，代码规范对于版权保护的意义在于：

第一，它在法律规范的基础上对利益格局又进行了再次划分。比如，著作

权法规定了合理使用制度，按此制度，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使用者可以免费

使用相关作品。然而，在代码规范的格局下，即使符合合理使用的条件，代码

规则仍可要求用户付费后才有权使用，这相当于对利益格局又进行了重新分配。

当然，代码规范与法律规范并非完全独立，当代码规范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

定，代码规范也会被认定为无效。

第二，代码规范排除了当事人有超越规范被赋予自由的可能。虽然法律中

有禁止性规范，但当事人仍有超越规范自由的可能，法律只能采取事后补救，

即对当事人违法行为给予制裁。代码规范对于当事人行为自由的设定具有强制

性，除非能够破解代码，否则当事人无法超越代码给予的自由。比如，基于区

块链的智能合约，一旦被上传到区块链中，其具有自动执行的法律效力；并且，

基于区块链不可篡改的技术特征，智能合约一旦发布同样是不可篡改的，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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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排除了当事人违约的可能性。

随着新兴技术广泛应用于版权保护领域，版权保护也迎来了法律保护与技

术保护的二元时代。法律保护与技术保护绝非相互孤立，而是共同形成版权保

护的有机统一体。无论采用何途径，版权保护的终极目的还在于极大推动整个

社会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随着人工智能算法的进一步提升，区块链技术的进

一步应用，以及其他版权保护技术进一步蓬勃发展，版权保护还会迎来更多机

遇与挑战，关于新技术与版权保护话题的研究只能算是刚刚开始。

（作者：杨延超 为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科技与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经济参考报 2021 年 02 月 09 日）

人民日报：跨境电商增长势头猛：出口增长四成 规模创历史新高

2020 年以来，中国外贸进出口持续向好。据海关统计，2020 年中国跨境电

商进出口 1.69 万亿元，增长了 31.1%。跨境电商正成为稳外贸的重要力量，超

万家传统外贸企业触网上线、提质增效，跨境电商成为企业开展国际贸易的首

选和外贸创新发展的排头兵。

“中国制造”需求量上升

“2020年我们的跨境电商出口额达13亿元，预计2021年可以达到16亿元。”

浙江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该公司从2014年开始进入跨境电商领域，

2018 年开始做跨境电商出口，近年来保持了 50%以上的高速增长。

这只是中国跨境电商企业发展的一个例子。据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

分析司司长李魁文介绍，作为新兴贸易业态，跨境电商在防疫期间进出口贸易

额出现了不降反升的迹象。2020 年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达 1.69 万亿元，强

势增长 31.1%，其中出口 1.12 万亿元，增长 40.1%，各项指标均创新高。

当前，全球消费者正在主动或被动地将消费行为转移到线上，跨境电商平

台成为消费者采购的重要渠道。受疫情影响，海外许多工厂处于半停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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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消费者对“中国制造”的需求上升，电子产品、日用品等受到海外消费者

的青睐。海关数据显示，2020 年中国出口笔记本电脑等“宅经济”产品 2.51 万

亿元，增长 8.5%。

对于海外消费者需求的变化，中国卖家快速响应，利用国内制造业供应链

的成熟和完整度优势，灵活调整自身产品，实现了逆势增长。“我们隔壁有个

工厂，原来是生产家用灯具。防疫期间他们开始生产紫外线消毒灯，这个灯在

海外卖得特别好。”中山市一名 LED 厂商称。

亚马逊全球开店企业购亚太卖家拓展负责人杨钧对此深有感触：“防疫期

间，很多卖家开拓了很多新的业务机会。”她指出，疫情导致的居家隔离产生

了新的需求，除了医疗用品，包括蓝牙耳机、网络摄像头、升降桌、办公椅等

在内的远程办公品类有显著增长。

“海外仓”大大节约成本

“疫情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某跨境电商负责人介绍，疫情发生以

来，国际航空数量锐减，跨境电商遇到了物流配送慢、成本上升、退换货和清

关难等问题。

在此情况下，国家出台一系列利好政策，给跨境电商平台和商家注入了“强

心针”。2020 年，中国与 22个国家“丝路电商”合作持续深化，双边合作成果

加速落地；国务院新批复成立 46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跨境电商综试区扩大

到 105 个；海关总署增设“9710”“9810”跨境电商 B2B 出口贸易方式，推动

通关便利化。目前多地的跨境电商综试区正继续推进关于跨境支付、电商平台、

物流公司等多个产业链的政策利好措施。

海外仓模式成为众多跨境企业的新选择。“物流时效实现了从 25 到 30 个

工作日甚至一个半月，向七日达、三日达、一日达跃升；区别其他物流渠道，

海外仓帮助我们节省了 20%的物流成本；产品破损率降低的同时，买家服务体验

和店铺好评率直线上升。”敦煌网户外骑行用品卖家 Roy 介绍，截至 2020 年，

海外仓占到公司总量的 80%，布局海外仓的产品业绩销量增长了 3 倍以上。

疫情加速了数字化新外贸趋势，技术创新为出口赋能。例如，阿里巴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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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站通过线上展会、音视频洽谈等模式，以及智能化的翻译、报关、物流、退

税等服务，拉近买卖家之间的跨国距离。“我们既要解决商家精准获取订单的

问题，还要确保国际运输、跨境支付等环节的畅通。”阿里巴巴国际站总经理

张阔表示。

迈进“精耕细作”阶段

“中国商品不仅物美价廉，产品设计也很出色，很多科技产品都好用。”

一位经常购买中国产品的海外消费者赞叹道。

随着出口跨境电商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商品走向海外，全球消费

者的需求也不断升级。经历了快速成长、野蛮生长、产能调整之后，中国出口

跨境电商行业迎来了库存改善、经营稳健的新发展阶段。

亚马逊日前发布《从新业态到新常态——2020 中国出口跨境电商趋势报

告》，总结出中国出口跨境电商发展的五大趋势：卖家地域和类型更多元、全

球布局加速、品牌意识增强、产品创新提速、响应能力升级。

“中国出口跨境电商行业和卖家经历了从‘野蛮生长’到‘精耕细作’的

演变。出口跨境电商成为中国外贸的重要支持力量，并正从外贸‘新业态’成

为外贸‘新常态’。”亚马逊全球副总裁、亚马逊全球开店亚太区负责人戴竫

斐表示，中国卖家在做全球业务的时候，要有全球视野和本土化的思维。

戴竫斐认为，一方面，多元化的发展可以为未来打造更好的发展基础，中

国卖家除了发展美国、欧洲、日本等成熟市场，也可以进一步走入很多新兴市

场，比如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另一方面，中国卖家需要了解本地消费者的需

求是什么，以消费者作为出发点，做好产品的差异化设计，更好服务本地消费

者购买的需求，同时也要了解各个国家不同的贸易法规和产品法规，在合规的

基础上获得更健康、持久的运营。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网 2021 年 02 月 22 日）

湖州日报 ：推进跨境电商创新发展

“围绕‘4+3+N’的产业布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湖州市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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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发展若干政策’的落实为抓手，深化科技创新、制度创新、

业态和模式创新，加快提升开放性经济质量……”市政协委员、南太湖新区管

委会长东片区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投资促进处处长李静将向大会提交关于

RCEP（区域全面伙伴关系协定）签署后对我市跨境电商产业发展的相关建议。

去年，我市获批中国（湖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十五国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又成功签署，协定中的贸易标准化、减免关税、产

业链优化等，为我市跨境电商产业的发展带来机遇。李静告诉记者，我市跨境

电商产业链高中低端的产品都有，与区域内其它国家之间有互补性、也有竞争

性。我市要抓住机遇，强弱项、补短板、激活力，推进跨境电商创新发展，为

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李静认为，重点要谋划四个方面工作。首先要培育主体，加强 RCEP 协定宣

传、培训及研究，建立预警机制，引进优质投融资资源发展跨境电商，同时要

扩大市场，主动扩大进口，做大出口市场；其次，要深化投资贸易管理制度改

革，推进 RCEP 国际产业合作园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提升竞争力；再次，要

发挥我市信息经济和智能物流装备产业优势，大力推进海外仓等跨境电商基建

布局，加大跨境物流供应链建设扶持力度，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最

后，要引育结合，培养跨境电商复合型人才，强化供应链上下游整合的同时，

对企业相关研发投入、自主品牌建设给予支持。

（来源： 湖州日报 2020 年 02 月 21 日）

亿邦动力：泰国今年 9 月起将向外国互联网运营商征收增值税

泰国今年 9 月起将向外国互联网运营商征收增值税

从今年 9月 1 日开始，泰国将向所有提供线上服务、年收入超过 180 万泰

铢（约合 38.7 万元人民币）的“外国企业”收取 7%的电子服务增值税。受这一

税收新规影响的企业包括：影视游戏制作公司和在线服务平台等。而在泰国落

地的国际互联网巨头，包括苹果、谷哥、脸书、奈飞、油管、抖音等，都要缴

纳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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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宣布维持对华关税

当地时间 2月 18 日，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接受采访时称，现阶段将维持

特朗普政府对华加征的关税，希望中国继续履行承诺，美国将评估如何以合适

的方式向前走。

另外，美国商会 17日发布的《了解中美脱钩》报告显示，美中全面脱钩

将给美国带来数千亿美元的巨大损失，美国航空、半导体、化工、医疗器械等

行业将遭受重创。

62%亚马逊卖家 2020 年营业利润实现增长

Jungle Scout 近日发表的《2021 年亚马逊卖家报告》显示，超过一半的

亚马逊卖家 2020 年的店铺营收同比实现增加，62%的卖家 2020 年的营业利润较

上年有所增长。

根据 Jungle Scout 对 5000 多名亚马逊卖家的调研，2021 年，卖家仍会继

续投资亚马逊平台，但 66%的卖家表示由于平台竞争激烈，“价格战”在所难免；

同时，62%的卖家表示担心亚马逊将上调广告费用。此外，39%的卖家表示计划

在 2021 年入驻沃尔玛、Shopify、Instagram、Target 以及其他平台。

全文阅读连接：https://mp.weixin.qq.com/s/8iaA35BNMT2nF9oLnJCzaA

（来源：亿邦动力 2021 年 02 月 22 日）

商务部国际司负责人就《亚洲及太平洋跨境无纸贸易便利化框架协定》

生效答记者问

2月 21日，由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下称亚太经社会）倡

导发起的《亚洲及太平洋跨境无纸贸易便利化框架协定》（下称《协定》）正

式生效。商务部国际司负责人就《协定》有关情况回答记者提问。

问：请您简要介绍下《协定》的谈判过程和主要内容。

答：《协定》由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发起，旨在通过促进电子形式的贸易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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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和文件的交换和互认，加强国家和次区域单一窗口和其他无纸贸易系统之间

的兼容性，促进跨境无纸贸易，从而提高国际贸易的效率和透明度，并营造良

好的法律规制环境。

《协定》于 2015年 4月启动谈判，先后有中国、俄罗斯、韩国、印度和印

尼等近 30个亚太经社会成员加入谈判。中方于 2015年 10月正式加入《协定》

谈判，本着“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原则，积极发挥引领作用，经过四轮谈

判，成功推动各方于 2016年 5月完成谈判。随后，《协定》向亚太经社会所有

成员开放签署和加入。

中方于 2017年 8月签署《协定》，并于 2020年完成国内核准程序。目前，

《协定》已对中国、阿塞拜疆、菲律宾、伊朗和孟加拉国 5个已完成国内核准

的创始缔约方开始生效，亚美尼亚和柬埔寨已签署《协定》并正在履行国内核

准程序，同时还有多个国家正在积极寻求加入《协定》。

《协定》共有 25个条款，主要涵盖国家贸易便利化政策框架和有利的国内

法律环境、跨境无纸贸易便利化和发展单一窗口系统、电子形式贸易数据和文

件的跨境互认、电子形式贸易数据和文件交换的国际标准，以及行动计划、能

力建设、试点项目和经验交流等。

问：请问《协定》生效有何重要意义？

答：《协定》是我国进入“十四五”时期后，生效的第一个联合国框架下

以促进贸易便利化为目标的多边协定，对于我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国际合作

和竞争新优势，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协定》生效是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实行高水平对外

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的最新成果，是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具体举措。

《协定》将进一步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特别是我国良好营商环境和贸

易便利化政策优势，为亚太各成员提供更加广阔和便利的市场机会。同时，也

有助于我商品更加便利地进入亚太其他成员市场，密切我同亚太经济的联系互

动。

第二，《协定》生效是中方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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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的生动范例。《协定》成员均是“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实现

跨境无纸贸易将大大促进亚太贸易领域互联互通，这完全契合“一带一路”倡

议所提“贸易畅通”目标，将切实加强我与各成员在海关、检验检疫和认证认

可等方面的务实合作，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一带一路”贸易便利化合作体系。

第三，《协定》将进一步提升我贸易便利化水平，助力国内改革发展。无

纸贸易便利化是加强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提高通关效率、降低通关成本的重

要举措。《协定》生效和实施将有助于我进一步完善国内相关政策和机制建设，

整合优势资源，加快“单一窗口”建设，形成高标准的国际化营商环境，构建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四，《协定》生效也发出了亚太经社会成员维护多边主义、支持多边贸

易体制的强音。《协定》是联合国框架下跨境无纸贸易领域的第一个多边协定，

为各成员开展跨境无纸贸易合作提供了共同的行动框架和纲领，是亚太地区落

实世贸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的有效举措。同时，在当前全球抗击疫情的关

键时期，《协定》生效也向国际社会发出了各成员合作应对疫情挑战、稳定区

域产业链供应链、促进亚太地区和全球经济复苏的积极信号。

问：《协定》在国家政策法律框架方面有哪些规定？

答：《协定》要求各方要努力为跨境无纸贸易确立国家政策框架，并营造

有利于无纸贸易的国内法律环境。要积极借鉴该领域国际标准和最佳实践，使

国内法律政策框架与国际相关良好实践接轨。同时，要求各方根据各自的国内

环境设立贸易便利化国家委员会，或借助国内已有的类似机构作为国家委员会，

作为各成员《协定》的国内执行机构。这些规定有利于加快各成员跨境无纸贸

易法律法规体系建设，为本地区跨境无纸贸易创造良好的法律法规环境，同时

有利于推动成员加快与国际高标准对接。

问：《协定》为推动数据和文件跨境互认做出了哪些安排？

答：《协定》要求各方通过利用现有或创建新的跨境无纸贸易系统，实现

电子形式贸易数据和文件的交换，特别是鼓励各方加快推动“单一窗口”系统

建设并将其用于跨境无纸贸易。《协定》推动在成员之间建立电子形式贸易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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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和文件的跨境互认机制，并允许成员缔结用于实施电子形式贸易数据和文件

跨境互认的双边和多边互认安排。《协定》还鼓励各方努力采用国际标准以确

保无纸贸易的兼容性，制定安全、保险和可靠的数据交换通信方式，并积极参

与相关国际标准和最佳实践的制定工作。这些安排将有效提高本地区跨境无纸

贸易的效率和透明度，大幅降低通关时间和成本。特别是在后疫情时代，可以

帮助本地区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更加有效地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挑战，

更好地参与国际贸易并提升竞争力。

问：请介绍一下《协定》在试点项目、经验交流和能力建设等方面的内容。

答：《协定》鼓励各方在海关等有关机构之间开展电子形式贸易数据和文

件跨境互认试点项目，鼓励各方交流经验，汇集最佳案例实践，以帮助各方不

断完善和优化跨境无纸贸易管理体系。同时，《协定》鼓励各方通过技术支持

和援助开展能力建设，分享各自在无纸贸易便利化领域的最佳实践，特别是积

极考虑为最不发达国家和内陆国家提供能力建设支持。

问：《协定》在成员之间如何推进实施？

答：《协定》要求在亚太经社会框架下，成立无纸贸易理事会作为执行机

构。理事会下设由各缔约方高官组成的常设委员会，指导和监督《协定》执行。

常设委员会可设立专门工作组，开展具体领域合作。目前，理事会及常设委员

会的成立工作已在亚太经社会秘书处牵头下正式启动。

在具体行动方面，各方一致同意，将进一步制定全面的行动计划以推动《协

定》实施。该行动计划将包括为执行《协定》所需开展的所有具体行动和措施，

以及各方开展相关行动和措施的时间表。

问：下一步中方将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协定》实施？

答：近年来，中方已开展大量工作，推进跨境无纸贸易便利化进程。中方

依照《海关法》以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要求，已在法律上承认了无

纸化申报。早在 2012年，中方就在全国开展通关作业无纸化改革试点，经过多

年探索和推广，已经实现对全国海关所有通关业务现场和业务领域的全覆盖，

承认电子数据和纸质单证具有相同法律效力。《协定》的生效实施将进一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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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中方完善在跨境无纸贸易领域相关法规和机制建设，加快优化信息基础设施，

不断提升自身无纸贸易便利化水平。

下一步，中方将积极做好《协定》实施相关工作，包括推动各方早日按照

《协定》要求成立无纸贸易理事会和常设委员会，指导和监督《协定》的执行

工作。推动各方加快制定具体合作领域相关标准，积极分享中方良好实践和做

法，一如既往地为更多成员加入以及实施《协定》提供能力建设支持。同时，

中方也将进一步与各方以《协定》为平台，不断加强跨境无纸贸易领域合作，

推动《协定》为亚太地区无纸贸易规则形成和完善发挥更大作用。

（来源：商务部国际司 2021 年 02 月 21 日）

经济日报：引导扶持工业互联网加快发展

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速发展，工业互联网技术不断突

破，为各国经济创新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也为促进全球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了新

机遇。尽管我国工业互联网建设已取得良好成效，但在深入推进工业互联网发

展的过程中，仍存在着诸多问题，需在政策上进一步加强引导与扶持，提出以

下几点建议：

进一步加强关键基础设施建设。面向制造资源高度聚集区域，如：长三角、

大湾区，政策引导进一步开展工业互联网网络基础设施的整体布局，建设一张

安全可靠、灵活调度、自主可控的工业互联应用示范网络。示范网络将开放平

台资源，拥抱更多的合作伙伴参与建设，不断优化升级。

加快打造产业生态体系。制定促进产业合作共赢的引导政策，建立供需对

接渠道。除网络本身的芯片设计、设备制造、软件开发、运行维护等产业，围

绕行业重大共性需求与合作伙伴深度合作，为产业升级提供专业的定制化服务，

包括企业内部的信息化改造、能耗管理、3D 设计、物联传感等方面，建立优势

互补、合作共赢的开放型产业生态体系，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工业互联网转型。

加强人才培养。重视工业互联网人才特别是复合型人才的教育与培养，充

分发挥人才优势，使人才引领产业，确保工业互联网长期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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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工程院院士 刘韵洁 经济日报 2021 年 02 月 09 日）

经济参考报：多部门密集推进 加快 RCEP落地生效

近期以来，中央各部门加快部署，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国内相关对接准备工作。其中，商务部、海关总署等部门将推动该协定生效作

为 2021 年重点工作，并从标准对接、规则推广、人员培训等多方面推进，使协

定的优惠政策能够尽早惠及企业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相关部署还在继续推进。2月 3 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目前协定条文司

法审查、货物贸易关税减让承诺表转换方案制定已完成，原产地累积规则实施

技术准备取得实质进展，对协定涉及的 701 条约束性义务 85%已做好履行准备。

下一步，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

会议强调，加大协定实施相关培训力度，帮助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熟悉协

定规则内容和成员国关税减让情况，熟练掌握原产地证书申领程序、证明材料

等要求。引导企业增强转型升级紧迫感，增强专业精神和精益求精意识，提高

管理水平，提升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本领。

部委层面也接连部署。日前商务部举办 RCEP 线上专题培训班，商务部、海

关总署相关专家对 RCEP 货物贸易、原产地规则、海关程序与贸易便利化、服务

贸易、投资、规则等主要内容进行系统讲解，协助地方、行业中介组织、企业

全面熟悉规则，努力在市场竞争中拓展合作发展空间。

在 2020 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专题发布会上，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宗长青明

确，2021 年商务部将推动 RCEP、中欧投资协定落地生效，促进国际贸易投资自

由化便利化，营造良好外部环境。据了解，相关实施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近日召开的全国海关工作会议也将 RCEP 相关准备作为 2021 年的重要工作

任务，明确将深度参与多双边、区域合作和规则、标准制定，按期完成 RCEP 实

施相关准备工作。

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彭波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RCEP

是一个全面、现代、高质量、互利互惠的自贸协定。RCEP 的落实可能会成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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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开启国际经贸重大变局的一个实验田和模板。同时，RCEP 的建立还有利于全

球经济的恢复，对冲全球经济下滑的部分影响。

“关税的降低和市场的整合将会带来较强的规模效应，生产力显著提升，

规模效应和生产力提升有利于带动需求增长；关税壁垒逐步消除将令供给端面

临更为激烈的成本竞争。”彭波说，RCEP 正式启动之后，中国将逐渐转向产业

链上端，利用庞大的消费市场带动整个 RCEP 发展。

（来源：经济参考报 2021 年 02 月 09 日）

中国商务新闻网：上海，高质量外资项目不断集聚

1 月 15 日，上海市首批 62个外资项目集中签约，投资总额为 118.5 亿美元。

其中，有 29个项目的投资额超过 1 亿美元，7 个项目来自世界 500 强企业，还

有 20个总部增能项目。此次签约项目涵盖了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集成电路、

数字经济、时尚消费品等多个行业。

从签约项目呈现出投资主体能级高、重点功能区项目多、先导产业技术尖、

重点产业分布广等特点不难看出，上海依然是跨国企业产业链布局的首选地之

一。

上海已将着力打造新时期外资首选地和建设高质量外资集聚地设定为未来

吸收外资工作的目标。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主任华源在此前举行的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上海将加快推进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放，抓住上海自贸试验区及临港新片

区、虹桥商务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等重点区域加快建设和服务业扩大

开放综合试点等机遇，积极推动银行、证券、保险、期货、信托投资、资产管

理、信用评级等金融领域率先开放，有序推进电信、互联网、医疗、交通运输、

文化、教育等领域扩大开放，并主动争取国家其他扩大开放政策措施在上海先

行先试。

“上海将大力吸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先进制造业、战略性

新兴产业以及高附加值服务业来沪投资。”华源介绍说，上海还将实施“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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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能行动”，创新资金管理、境外融资、数据流动、人员出入境等方面的功能

性政策，打破人才、创新资源等要素跨境流动瓶颈障碍，鼓励跨国公司在上海

设立亚太总部、全球总部和全球研发中心，进一步提高全球资源配置能力。

数据显示，2020 年，上海实际使用外资 202.33 亿美元，在前一年增长 10.1%

的基础上同比增长 6.2%，再创历史新高。截至 2020 年年底，全市已累计引进跨

国公司地区总部 771 家、外资研发中心 481 家。

这一成绩与上海积极寻变，通过广泛联系境内外投资资源载体、创新外商

投资促进方式方法、加强数据库营销和平台网络建设等工作密不可分。

记者从上海市商务委了解到，上海市外国投资促进中心主动对接专业服务

机构多渠道挖掘潜力项目，充分发挥“高质量外资服务项目”作用，与国际一

流机构深度合作，市区联动、政企合作，形成高质量外商投资项目“蓄水池”，

并就其中 120 个重点项目逐一对接。同时充分发挥进博会溢出效应，着力推动

进博会项目，对接第二届进博会有较强投资意向的 124 家企业以及第三届进博

会有较强投资意向的 107 家企业。

为坐实产业招商模式，上海投促中心加强对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集成电

路、新材料、金融服务、现代商贸、文化创意等特定领域的市场分析、政策研

究和投资项目推介。上线全市各区、开发区和重点区域各类投资载体资源 1691

个，收录全市 170 个特色产业园区和九大产业 50条特色投资线路。不仅如此，

上海投促中心还在 2020 年开展相关投资促进活动 87 场。各海外办事处通过远

程办公与境外相关机构合办了 51 场线上活动，共对接项目 27 个，接待走访和

视频连线 150 次。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上海将进一步扩大开放，全力抓好《上海市

外商投资条例》的实施工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坚持把服务企业作为重中之

重，进一步强化全面赋能、精准服务和法治保障，为外商在沪投资兴业提供更

持久、更有力地支持。

（来源：中国商务新闻网 2021 年 0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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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参考报：上半年全球通胀风险有限 但需未雨绸缪

近来，国际金融市场上对通货膨胀的关注再度升温。与此同时，通胀预期

也对比特币等数字货币的暴涨起到助推作用。当前美日欧等全球主要经济体实

质性通胀并不明显，上半年物价水平全面快速上涨的风险仍较为有限，但对货

币超发等引致的潜在风险仍需未雨绸缪。

从主要经济体经济数据来看，1 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连续第 8 个

月维持增长，同比增幅为 1.4%，核心 CPI 同比增长 1.4%，均低于央行目标；1

月日本核心 CPI 同比下跌 0.6%，连续 6 个月同比下降；欧元区 1 月核心 CPI 年

率初值跃升至五年来的最高水平，但也仅为 0.9，而长期通胀预期市场指标跌至

1.30%以下。除了美国离央行通胀目标 2%较近，最需要加以关注外，实体经济并

未出现实质性通胀，日本还存在通缩问题。

疫情发生以来，各国纷纷注入大量资金，但主要是救助失业人群，防范企

业因经济停转而破产，及维持金融市场稳定。从目前经济复苏步伐来看，由于

大部分经济体出现了第二波疫情，全球经济未能实现早先预期的 V 型复苏。由

于疫苗接种和各国刺激政策的支持，经济再次触底风险减小，但对美国经济开

始复苏最乐观的预期也要到今年二季度，目前美国存在较大产出缺口，欧元区

还陷于双底之中。在巨额刺激措施中，虽然有一部分资金将用于投资，但尚未

完全到位，而且有相当部分资金将用于结构转型，再加上政策时滞的影响，因

此，未来一段时间内因投资过度带来经济过热通胀严峻的情况暂时不会出现。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主要经济体先后实施了超宽松货币政策，除了将利

率下调至历史低位，还实施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支持信贷对实体经济的投放。

目前看来，就业是美日欧面临的重大挑战，而薪资水平始终难以上涨，如果超

发货币最终未进入商品领域，未必引发严重的通胀。

自去年起，国际油价连涨拉动了美国 CPI 数据小幅回升，但油价连涨原因

较多，需求端的实际压力并不大，主要是价格修复性上涨和对经济复苏的乐观

预期衍生出需求快速回升的预期。一旦疫情缓解，真实需求上升，欧佩克等产

油国按照其每月调整产油量的频率来看，完全能按照市场需求来逐步缩小减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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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油价上涨对物价上涨的持续拉动力有限。

除原油外，当前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价格出现报复性上扬，一方面是由于供

应受限，另一方面也是对经济复苏预期所致，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生产成本，

但全球经济修复需要一定时间，疫情缓解有助于供给增加，且生产成本的上涨

如果没有需求的支持，对消费价格的传导可能有限。

在物价指数上，各国存在明显分化，这种情况未来一段时间内仍会持续，

不具备发生全球同步通胀的基础。最有可能出现的是局部地区物价的上行，比

如美国有可能出现越过 2%的轻微通胀，但通胀程度恐不至于影响经济增长。从

这个意义上来讲，短期内加大抗疫和经济刺激力度，使经济快速复苏，对于应

对可能出现的通胀局面是必须的。

综上所述，今年上半年美日欧等主要经济体通货膨胀无论从范围或程度上

来看，影响都将较为有限。我国由于受春节错月因素影响，物价出现下滑，但

仍需未雨绸缪，防范输入性通胀。此外，实体经济部分的通胀压力虽然目前看

来有限，但大量流动性进入虚拟经济领域，不但使政策有效性大打折扣，也加

剧了资产估值的泡沫压力，加大了金融风险。

（来源：经济参考报 2021 年 02 月 22 日）

中国新闻网：新年开局浙江“点题”数字化改革 列出五方面改革重点

2 月 18 日，春节假期后的首个工作日，浙江省委、省政府在杭州举行数字

化改革推进大会，部署全面推进数字化改革工作。会上，浙江明确了数字化改

革“一年出成果、两年大变样、五年新飞跃”的总体时间表，而党政机关、数

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法治五大方面，成为该省接下来的改革重

点。

自 2003 年浙江省委作出建设“数字浙江”重要部署算起，数字化改革在浙

江的推进已进入第 18个年头。以 2017 年启动“最多跑一次”改革、2018—2020

年开展政府数字化转型为代表，该省改革步伐不断加速。

“数字化改革是‘最多跑一次’改革和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迭代深化。”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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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省委书记袁家军表示，数字化改革是“数字浙江”建设的新阶段，是政府数

字化转型的一次拓展和升级，是浙江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

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举措。

对于数字化改革的定义，该省明确为：围绕建设“数字浙江”目标，统筹

运用数字化技术、数字化思维、数字化认知，把数字化、一体化、现代化贯穿

到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各方面，对省域

治理的体制机制、组织架构、方式流程、手段工具进行全方位、系统性重塑的

过程，从整体上推动省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

力变革，在根本上实现全省域整体智治、高效协同，努力成为“重要窗口”的

重大标志性成果。

在改革方向上，浙江提出，要通过数字化改革推进省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激发活力、增添动力，打造全球数字变革高地。在改革重点上，要

聚焦党政机关、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法治五大方面。

“数字化改革是新发展阶段全面深化改革的总抓手。”袁家军说，当前浙

江的重点任务是加快构建“1+5+2”工作体系，搭建好数字化改革“四梁八柱”。

其中，“1”是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其作为智慧化平台中枢，将支

撑各级、各系统应用创新。“5”即 5个综合应用——党政机关整体智治综合应

用、数字政府综合应用、数字经济综合应用、数字社会综合应用和数字法治综

合应用。“2”是构建理论体系和制度规范体系共两套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 5 个综合应用也共同构成了浙江数字化改革的整体。

以党政机关整体智治综合应用为例，其通过政务网络连接各级、各部门，构建

形成全局一屏掌控、政令一键智达、执行一贯到底、服务一网通办、监督一览

无余的数字化协同工作场景。该应用在 5 个综合应用中处于领导核心地位，其

余 4 个综合应用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贯通。

关于数字化改革的总体时间表，浙江明确为“一年出成果、两年大变样、

五年新飞跃”。如今年要初步构建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5个综合应用实

现功能全上线、省市县全贯通；明年要全面建成“掌上办事之省”“掌上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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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省”“掌上治理之省”；2025 年建成全球数字变革高地等。

“数字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操其要于上’，加强战略谋

划和顶层设计；也要‘分其详于下’，把握工作着力点。”袁家军说，今年是

数字化改革元年，必须迈好第一步、展现新气象，要坚持系统观念，强化多跨

高效协同、工作闭环管理，营造比学赶超、争先创优浓厚氛围，推动数字化改

革尽快取得突破性进展。

（来源：中国新闻网 2020 年 02 月 19 日）

世贸组织：全球货物贸易强劲反弹 但增速难以维持

当地时间 18日，世贸组织发布最新一期货物贸易晴雨表，读数显著提升至

103.9。数据显示，全球货物贸易继三季度出现反弹后，四季度依旧保持强劲增

长，与去年上半年急剧下降相比，全球货物贸易明显改善。集装箱运输和航空

货运指数仍在上升，电子元件和原材料指数增长高于趋势。但增速已达峰值，

出口订单和汽车产品等部分指数出现放缓迹象，变异新冠病毒也会给全球货物

贸易造成压力，增速难以维持。

世贸组织指出，受亚洲出口增长以及北美和欧洲进口增长的推动，去年三

季度全球货物贸易从二季度的严重下滑中反弹，三季度货物贸易同比下降了

5.6％，但没有疫情初期预计的那么严重。但由于全球新冠肺炎发病率上升和变

异病毒的出现，2021 年之后的贸易前景难以确定，恢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疫苗接种。

世贸组织货物贸易晴雨表通过采集货物贸易统计数据，就当前世界货物贸

易的发展趋势和拐点提供早期信号，每季度更新一次，与服务贸易晴雨表相配

合。数值超过 100 时表明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高于预期水平，低于 100 则表明低

于预期，世贸组织将于 4 月中旬发布下一期预测。

（来源：央视新闻 2020 年 02 月 22 日）

IIF：2020年全球债务达 281万亿美元

据外媒报道，国际金融协会（IIF）的数据显示，2020 年全球债务达到创纪



每周信息综报 • 2021 年 02 月 22 日 • 总第 057 期 | 39

录的 281 万亿美元。其中，新冠肺炎疫情令全球债务增加了 24万亿美元。

据路透社报道，IIF 的数据显示，去年全球债务共增加 24万亿美元。其中，

有约 12万亿美元来自政府公共债务的增加，企业债务增加 5.4 万亿美元，银行

债务增加 3.9 万亿美元，家庭负债增加 2.6 万亿美元。全球债务与国内生产总

值（GDP）之比超过 355%，同比增长 35 个百分点。报告指出，这一增幅要远高

于金融危机时的情况，2008 年和 2009 年，全球债务在 GDP 中的占比分别上涨了

10个和 15 个百分点。

报告指出，全球债务市场短期内还难以趋于稳定，预计今年许多国家和领

域的债务水平仍将持续高于疫情之前的水平，尤其是在当前低利率环境的支持

下。全球政府公共债务规模今年将增长 10万亿美元，超过 92万亿美元。

欧洲的债务上升尤其明显。法国、西班牙和希腊去年的非金融领域债务在

GDP 中的占比涨幅均达到 50个百分点。欧洲债务的快速上升主要是由于政府公

共债务大幅增加所致。在 IIF 追踪的 61 个国家中，瑞士是唯一一个去年债务在

GDP 中占比出现下滑的发达国家。

报告还指出，如何缩减支持措施规模的问题可能比金融危机之后的情况更

加具有挑战性。过早撤出支持措施可能意味着破产以及不良贷款的大量产生。

但是，对于政府支持措施的持续依赖也可能带来“系统性风险”。

（来源：经济参考报 2021 年 02 月 19 日）

—— 报告摘编 ——

IDC FutureScape: 全球未来客户和消费者 2021年预测——中国启示

DC 未来客户研究是以终端客户和消费者为中心，从共情化和同理心的角度

出发，理解未来客户的需求，通过数据和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改进数字化和营



每周信息综报 • 2021 年 02 月 22 日 • 总第 057 期 | 40

销策略，平衡客户体验与业务成果之间的关系，有目标性地创建与终端客户之

间个性、信任的客户关系。

预测 1：到 2021 年，70%的组织将通过自动化操作和非接触式体验率先转向

数字化，因为物理交互已成为过去式便利。

预测 2： 到 2025 年，规模化共情和安全性表现优秀的企业将胜过那些没有

同等能力企业的 40%。

预测 3：到 2022 年，中国财富 500 强 B2C 品牌中，45%的公司将指派高管，

负责增加“消费者娱乐化”应用的使用，以接触 Z世代和α世代的买家。

预测 4：到 2025 年，50％中国财富 500 强企业在消费者生成视频的投入将

验证其对企业收入和客户满意度的影响。

预测 5：在 2021 年，客户将额外投入 25%的花费在与数字化转型可快速轻

松地适应新业务环境的公司合作方面。

预测 6：到 2024 年，将有 60％的技术购买者选择成熟知名的合作伙伴，通

过越来越快的创新速度，来适应消费者提出的变化多端的需求。

预测 7：到 2023 年，将有 45％的组织使用标准化工作流与企业应用程序链

接，来重新控制对用户定义的应用程序稳定性，从而提高客户数据安全性并提

供出色的客户体验。

预测 8：到 2023 年底，将有 80％的大中型企业制定或修改社会责任声明，

并使他们的客户重新认知，从而促进社会事业的发展。

预测 9 到 2021 年，65％的新移动应用程序将专注于为消费者提供人性化的

数字体验，使消费者对新数字优先更加认同。

预测 10：到 2024 年，隐私将被重新定义为“数据价值”，供应商将提供客

户忠诚服务计划，以交换消费者数据，70％的消费者将参与其中。

全文链接：https://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CHC47410721



每周信息综报 • 2021 年 02 月 22 日 • 总第 057 期 | 41

The Impact of Brexit on the Digital Market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Trade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

IDC European MacroEconomics Center of Excellence announces the

publication of a new market perspective titled Brexit In Action – How the Trade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 Affects the U.K. and European Digital Landscape

On January 1, 2021, the United Kingdom left the EU, putting an end to the free

movement of persons, goods, services, and capital and making the EU and the U.K.

two separate markets, as well as two distinct regulatory and legal spaces.

On December 24, 2020, EU and U.K. negotiators reached an agreement on the

text of a new "Trade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 to govern their relations. This

agreement goes beyond traditional Free Trade Agreement (FTA) and provides the

basis for a longstanding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blocs. The impact on the U.K.

digital landscape will be limited and sector-varying, and it will be crucial to keep an

eye on future negotiations. Starting from the agreement, four main elements that will

affect the ICT market can be identified:

• Relocation/postponement of services provided

• Data management

• New technological adoption and redesigned supply chain

• Skills shortage

Understanding the main aspects of the deal, the industries affected, and the

consequences in the medium term in terms of ICT investment is crucial for digital

players, also considering the important role the U.K. has in the European digital

landscape, accounting for more than 20% of regional spending.

"Uncertainty and the risk of obstacles to maintaining previous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are affecting the U.K. and European Digital

landscapes with different nuances across tech areas and industries," said Luca

Butiniello, research analyst, European Customer Insights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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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ng the multiple agreements, six key deal elements affect the European

digital landscape the most:

Security and data protection: The agreement includes a commitment by the EU

and U.K. towards high personal data and privacy protection standards, but the rules

are not yet finalized.

Financial services and equivalence: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complex and vague

points of the agreement since it does not establish any rules or principles clarifying

how financial institutions will operate among the two regions.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 recognition: Since January 1, the recognition of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 among the two regions is no longer automatic.

Domestic rules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s: European professional services

suppliers operating in the U.K. will face the same treatment as U.K. suppliers

operating in the U.K., and vice-versa.

Facilitation of trade: No tariffs or quotas (limits to the amount that can be traded)

will be applied, but trade between the U.K. and the EU bloc will face new controls at

borders, such as safety checks and custom declarations.

Product standards and rules of origin: The two blocs agreed on a definition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 standards, assuring that products from both sides will be based

on the same international references and are therefore compatible to the extent

possible.

"Looking at digital spending plan across industries, financial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s are the most hit sectors. The extent of the impact will depend on the ability

to create a comprehensive regulatory framework," says Angela Vacca, IDC European

MacroEconomics Center of Excellence Lead.

Sectors will be affected depending on how much they will be exposed to the

agreement's key points. Without further clarifications, financial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s will face the highest potential impact, while telecom & media, transpo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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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ilities, and government will take advantage of partially settled regulations. Data

management and the qualification of professional skills are a threat for almost all

sectors, while non-tariff barriers will result in more complex procedures for sectors

such as retail and manufacturing.

报告阅读链接: https://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prEUR147477821

Asia Pacific* Spending on IoT Expected to Reach US$ 288.6 Billion
Asia/Pacific* spending on Internet of Things (IoT) was deeply impacted in 2020

due to the pandemic hitting major economies in the region, with spending growth

descending to 7.1% YoY in 2020 – down from the 12.5% forecasted prior to

COVID-19. However, recent release of the IDC Worldwide Semiannual Internet of

Things Spending Guide indicates a rebound to double-digit growth in 2021 and

achieve a 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 (CAGR) of 11.7% over the 2020-2024

forecast period in Asia/Pacific*.

“The current COVID-19 pandemic has slowed the growth of IoT spending in

2020 while at the same time highlighting the importance of public priorities to be

rearranged in IoT for public healthcare and telemedicine, remote/online education,

disaster management, automated manufacturing, online retail, food delivery, logistics

and transportation and smart home services" says Bill Rojas, Adjunct Research

Director at IDCAsia/Pacific.

Industries which were highly impacted by the pandemic (personal & consumer

services, transportation, and discrete manufacturing resources) suffered reduced IoT

investments in line to their reduction in overall IT spend. With resumpt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 in the region due to better control of pandemic, these industries

spend are expected to rebound back in 2021 and achieve double digit growth in the

forecast period to 2024. Driven by the pandemic in 2020, emphasis on overall health,

work from home, safety, and need for better connectivity resulted in double-dig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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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wth of healthcare, telecommunications, retail, and consumer industry.

As expected, IoT use cases that see the slowest spending growth in 2020 are air

traffic monitoring, freight monitoring, manufacturing operations, production asset

management, and connected oil field exploration which follows a similar pattern –

with spending growth affected by the impact of the pandemic on the host industry.

The use cases that will see the fastest spending growth in 2020 are healthcare

use-cases such as bedside telemetry, remote healthcare monitoring and use-cases

which reduces human interactions like omni-channel operations, advanced

payment/shopping etc. Long term focus on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will lead to

use cases such as electric vehicle charging and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detection to

grow by 17.8% and 17.7% respectively in the forecasted period.

“Although COVID-19 continues to impact the economies in Asia/Pacific, more

than two thirds of the organizations intend to retain their IoT budgets at same or

increased level – 50% of which will increase the IoT investments. This is because

enterprises view IoT as a key platform to build new business models, helping them

evolve and grow in the new normal with focus on people and infrastructure,” adds

Sharad Kotagi, Associate Market Analyst at IDCAsia/Pacific.

The services market for IoT will be the largest technology group in 2020 and

through the end of the forecast. IoT services spending is dominated by Industrial

Implementation and Other Ongoing Services. Together, these two categories account

for roughly a third of all IoT spending. Hardware spending is dominated by

module/sensor purchases and will be nearly as large as IoT services. Software will be

the fastest growing technology category with a five-year CAGR of 13.5% with a

focus on application and analytics software purchases.

On a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China, Korea, and India will account for more

than three quarters of overall IoT spending in APEJ throughout the forecast, followed

by Australia and Indonesia. Countries that will see the fastest IoT spending are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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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aysia, and Hong Kong.

报告阅读链接：https://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prAP47465721

See Insights：电子商务报告，揭开泰国隐性资产

See Insights 发布了报告“电子商务：揭开泰国隐性资产”。在全球贸易

增长放缓的时代，寻找新的需求来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同时也要确

保增长带来的好处能够惠及最需要增长的人。

电子商务——泰国隐性资产融入途径

研究表明，电子商务可以通过发现中小企业、曼谷以外的商人以及隐藏的

企业家等尚未开发潜力的群体来实现促进包容性增长的一种方式。

收入激增，生产率提高

我们发现，采用电子商务平均为中小企业提高了 133%的收入。对于那些完

全接受数字集成的商家（即在线销售占总销售额的 80%以上）来说，这一增长可

能高达 369%。

他们不必雇用大量的销售人员就可以获得更高的销售额。对于那些完全接

受电子商务的人来说，生产率提高了 350%以上。

促进就业

除了生产率的提高，中小企业在全样本中的平均就业率也提高了 17%，将利

润重新投入劳动力的商家在上线后的员工人数增长了 46%。

电子商务：揭开泰国隐性资产

家庭收入的显著提高。82%的中小企业报告说，采用电子商务后家庭收入增

加了，超过 90%的高度数字化的中小企业出现了增长。

“距离”：电子商务消除地域界限

研究表明，超过 80%的卖家现在在自己的地区以外销售，而在采用电子商务

之前，这一比例仅为 45%。

“隐性企业家”崛起

电子商务还帮助家庭主妇、学生和雇员等承担全职责任的群体创造其他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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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来源，在这一过程中大大改善了他们的生计。

报告链接：http://www.199it.com/archives/1198377.html

罗兰贝格：2020全球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研究

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 年上半年汽车产量急剧下滑，导致全球零部件供应

商上半年收入同比下降，幅度高达至少 25%。中国市场虽在疫情冲击中恢复相对

较快，但无法弥补全球产量下滑。

尽管收入下降导致整个行业的息税前利润大幅降低，但供应商在 2020 年

上半年的平均息税前利润率仍实现近 2%的增长。债务杠杆水平升至新高，使得

获取债权和股权融资更加困难，尤其是对于规模较小的供应商而言。

汽车行业向移动出行新生态的长期趋势日益明确，同时政府也加速推进了

汽车产业的电气化和智能化转型进程。新冠疫情为供应商提供了重新定位以摆

脱危机成为行业赢家的机会之窗。

通过分析 2008/2009 年经济危机后零部件供应商的发展情况，罗兰贝格“优

胜者框架”表明，成功并非主要取决于产品领域或所在地区，涵盖市场领导力、

财务稳健性和落地执行力的整体战略方案是成功的首要因素。

为了成为未来的市场赢家、塑造成功的商业模式并保障未来十年的财务灵

活性，零部件供应商务必重新思考和调整，并或需创新商业模式。

全文链接：http://www.199it.com/archives/1206057.html

普华永道：2021年全球并购行业趋势

普华永道近日推出了《全球并购行业趋势》，重点分析消费市场，能源、

公用事业及资源，金融服务，医疗行业，工业制造与汽车，私募股权基金，以

及科技、传媒及通信七大行业的全球投资并购趋势。我们预计，未来 6至 12 个

月可能是并购交易的密集期。尽管全球并购活动的阻力依然存在，但机遇和转

型将成为 2021 年交易市场的关键词，竞争或将十分激烈。随着估值水平不断走

高，大量资本入场，企业必须密切关注基本面，以创造价值。

消费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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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组合的转换继续推动并购活动，大型零售商和快消品公司表现出韧性，

继续专注于价值创造战略。企业通过并购交易实现收购不断增长的品类、渠道

和市场，以及剥离非核心业务组成部分和计划退出非战略市场等目标。

加速发展的趋势包括数字化、直销、技术与店内体验的融合、无接触配送、

支付方式多样化以及强调道德责任的供应链和品牌管理的 ESG 等方面。这些趋

势正在为寻求获得业务韧性或收购行业颠覆者的企业创造更多交易活动机会。

2021 年，资金面的高流动性预计将继续推动并购活动的开展、合伙和协作

关系的建立、更多数量 IPO 的出现，以及消费市场重组活动的增加。

能源、公用事业及资源行业

向净零排放的转变继续对能源、公用事业及资源行业产生重大影响，这也

是并购交易活动和资本入局该行业的关键驱动力。

新冠疫情对不同地区和行业的影响不尽相同，经济复苏情况也各不相同。

油价冲击继续影响石油和天然气产业价值链，具体表现为资产出售、撤资或关

停。下游资产和海上钻井公司首当其冲。我们预计，勘探和生产资产很快受到

类似影响，油田服务紧随其后。

降低碳排放的复杂性和经济复苏的不对称性，将为技术领域的合伙和投资

创造机会。并购可能在其中起关键作用。

全文链接：http://www.199it.com/archives/1206237.html

http://www.199it.com/archives/12062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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